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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打实惠企 心贴心帮扶

樟树厚植投资创业﹃沃土﹄

■ 责任编辑 杨学文 刘 潇
本报樟树讯 （记者胡光华 通讯员向斌）
“感谢法院帮助我
们追讨被拖欠多年的货款。”拿到樟树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后，
仁和集团高管付德民感激不已。由于省外多家客户长期拖欠仁
和货款，企业找到法院寻求支持。樟树法院法官多次到企业，指
导留存有效证据，开辟绿色诉讼通道，对这几起案件进行了判
决，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这是樟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投
资创业“沃土”
的生动范例。
樟树创新举措，精准施策增强企业获得感。在创新开展政
务服务“一次办好”便民行动中，取消不必要证明材料 100 余项，
精简审批环节 50 余个；在实施“机器换人”计划中，市财政连续 3
年每年拿出 3000 万元，鼓励企业应用智能装备、建设创新平台
等。目前，有 55 家企业“机器换人”项目通过专家评审，今年又
有 38 家企业新购智能设备进行了专项评审；制定鼓励企业“走
出去”开拓国际市场政策，38 家金属家具企业办理了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记，去年全市金属家具产品自营出口 1.6 亿元。此
外，抓实项目联审和项目“快速开工”制度，项目从签约落户到开
工建设至少节约 40 个工作日。
樟树深入推进
“降成本优环境”
专项行动，
连续 4 年集中开展
“入企帮扶月”活动，收集企业诉求，累计为其解决发展难题 372
个。今年 6 月，
抽调 45 个涉企部门、
19 个乡镇（街道）的干部 300 余
人，
组成 40 余个入企帮扶工作队入企宣讲帮扶，
对问题和建议建
立台账，实行销号管理，确保企业难题事事有回复、件件有落实。
春丝食品有限公司因扩大产能，
急需土地新建厂房。入企帮扶工
作队积极与上级部门单位沟通协调，
最终为企业解决了 130 亩用
地需求，
企业负责人对此非常满意。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
该市解
决制约企业发展难题 67 个，
为企业减负约 6 亿元。
实打实的惠企政策和心贴心的主动帮扶，提振了企业发展
信心，激发了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有力推动工业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卓尔金属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建春最近很忙，前不久飞
往意大利订购了自动化生产设备，回来后又每天跑工地，查看新
厂区建设情况。
“我们正全力打造智慧车间、智慧工厂。”聂建春
说，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是我们做大做强的根本保障。良好的
营商环境，让樟树成为项目争相进驻的“洼地”。今年 1 至 6 月，
该市新引进项目 32 个，签约资金 308.9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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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
“一领办三参与”
产业模式，
发动
“水陆空”
多核
“引擎”
，
贵溪村集体经济——

百花齐放格局新
本报记者 郑 颖 实习生 陈菲菲
酷暑时节，走进贵溪市鸿塘镇炉宋 促渔、增效、提质、生态的现代循环农业
村，只见已经抽穗的水稻田里，成群结 发展新模式。该市已整合市财政专项
队的青蛙时而嬉戏水中，时而跳上食 资金和扶贫资金 1000 余万元，启动发展
盘，呆萌有趣。
87 个村集体稻渔综合种养项目，总面积
今年年初，炉宋村村集体流转了 60 达 6100 亩，预计可实现 87 个村集体经
亩土地，无中生有，开启“稻蛙共养”模 济增收 690 万元以上，带动贫困户 1300
式。青蛙可以吃掉稻田里的害虫，水稻 余户，实现户均年增收 1000 元以上。
不用打农药，这样种出来的生态大米市
陆地“引擎”，结合光大生物能源
场价每公斤能卖到 20 多元，成品青蛙也 （贵溪）有限公司每年 30 万吨生物质燃
能卖到每公斤 40 元，稻谷和青蛙两项收 料需求，依托贵溪市拥有的丰富林地、
入前景很可观。
“照这样看，年底不仅可 毛竹资源优势，大力推进农林废弃物收
以给贫困户分红，村集体还有近 10 万元 储项目建设。村级组织作为收储运站
收入呢，这比原来单纯种田划算多了。” 点的主体，由村干部负责做好站点收
村党支部书记熊首文高兴地说。
储 等 日 常 运 行 管 理 ，形 成“ 公 司 + 站
脱贫攻坚中，贵溪市把发展壮大村 点+农户”的农林废弃物收、产、销运营
级集体经济作为村级党组织加强基础 体系，实现农林废弃物工作与发展壮
保障、增强整体功能、提升组织力的有 大村集体经济、城乡人居环境整治、脱
效途径，依托“一领办三参与”产业模 贫攻坚工作有效结合。从今年 5 月启
式，发动“水陆空”多核“引擎”，形成发 动以来，全市已经在 29 个村建设了收储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新格局。
转运点，预计可实现年增收 510 万元以
水系“引擎”，推进水稻种植与小龙 上 ，带 动 1200 余 户 贫 困 户 参 与 增 收
虾、鳖、鱼等水产养殖，逐步形成稳粮、 1000 元以上。

空中“引擎”，推广植保无人机病虫
害防治产业。泗沥镇郑坊村带头成立
了窄带植保无人机扶贫专业合作社，进
行农药喷洒作业。去年，扣除成本纯收
入 达 到 9.7 万 元 ，带 动 19 户 贫 困 户 增
收。在郑坊村窄带植保无人机扶贫专
业合作社积累的成功经验上，全市建立
植保无人机病虫害防治组织 37 个，整合
扶贫专项资金 399 万元购买 105 台无人
机，实现病虫害统防统治作业面积 15 万
亩，促进 37 个村集体经济增收 200 万元
以上，带动 300 余户贫困户参与，实现户
均年增收 1000 元。
在“水陆空”引擎的带动下，该市因
地制宜，统筹做好做实集体经济传统产
业。积极发展白茶、优质稻、猕猴桃、菊
花、食用菌等优质高效产业，实现资源
长短结合、优势互补；充分挖掘村本级
资产资源优势，通过公开租赁、承包经
营、自主开发、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集
体资产，增加集体收入；借助本地特色
农业企业，引导本地特色产业规模化、

企业化生产，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借力
乡贤发展思路活、眼界阔、资金厚的优
势，实现乡贤回报故里、贫困户增收、村
集体经济发展的多方共赢。
为了激发村级集体经济工作主动
性，该市还制定出台了《关于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的实施意见》，明确了 16
个市直单位的工作职责，涵盖了 13 个方
面 35 项内容的扶持政策；建立“月报表”
制，动态掌握各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运行情况；形成“月例会”制，及时协调
解决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实行“现场会”
制，大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交流经验
做法，拓宽发展思路，群策群力解决“不
会干，不敢干，怎么干”的问题，提升村
级党组织发展经济能力。
如今，贵溪市的村集体经济呈现出
百花齐放的局面，去年村级集体经济总
收入达 2254.81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达到 5 万元以上的村有 141 个，占全市
行政村总数的 75%，为脱贫攻坚奠定了
坚实基础。

省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召开会议
本报讯 （记者游静）8 月 11 日，江西
省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第二次全省会
员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
江西省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是我
省第一个以生态文明命名的专业性、公
益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于 2013 年 8
月正式成立，在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重大问题研究、社区生态文明理念推广
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成立以来，积极
参与《江西省水生态文明县建设评价办
法》
《江西省水生态文明镇建设评价办

法》等水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技术支撑工
作；成立鄱阳湖江豚研究小组，研究和调
查长江江豚在鄱阳湖的活动规律，寻求
保护长江江豚的对策和措施；加强同中
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高校和科研
单位交流与合作，先后多次参与有关全
国水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的制订和研讨。
本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江西省生态
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的工作
报告，投票选举产生了共 55 人组成的第
二届理事会。

抚州创新创业活力迸发
本报抚州讯 （记者陈青峰）抚州市
持续推进才子返乡创新、抚商返乡创业
“双返双创”活动，全市创新创业活力迸
发，拓展了发展新空间，新设市场主体持
续增长，就业机会大量增加。今年上半
年，该市新开业个体工商户 1.24 万户，新
开业私营企业 4983 户，个私企业注册资
（ 本 ）金 2080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1.40%、9.44%、19.2%。全市城镇新增就
业 2.76 万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 4.12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16%左
右，继续保持低位。
抚州是才子之乡，涌现出一大批专

家学者、科技人才，有近百万人走南闯北
在外务工经商办企业。该市出台政策措
施，加快建设创新创业平台，实施项目回
迁工程、人才回乡工程、资金回流工程，
支持在外抚商回乡围绕特色工业发展，
在集群集聚上创新创业；围绕特色农业
发展，在支撑带动上创新创业；围绕现代
服务业发展，在做优做活上创新创业。
全市创新创业热潮涌动，创业经济生机
盎然。今年上半年，该市新成立制造企
业 534 户、新成立科技类企业 676 户。全
市高新产业企业达到 232 家，
高新产业企
业增加值增速达 9.3%。

大余森林旅游激活
“绿色经济”
本报大余讯 （记者鄢朝晖 通讯员
叶功富）近年来，大余县依托森林景观优
势，积极培育森林旅游新业态，做大做强
“绿色经济”，走出了一条以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该县坚持全域旅游发展理念，围绕
建设
“生态名县”
“旅游名县”
目标定位，
重
点打造了梅关国家森林公园的丫山景区、
梅关景区、牡丹亭景区，相继建成了浮江
“三月三”、吉村桃树下等一批森林旅游
地。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坚持不填塘、不
推山、
不砍树、
不拆房
“四不”
原则，
保留乡
村原貌，
大力推进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

样性生态功能区保护，着力打造绿色发
展先行区。同时，坚持以品牌引领森林
旅游发展，按照“点、线、面”结合的思路，
打造精品森林旅游线路。积极推进森林
旅游向运动康养转型升级，高标准扶持
建设了一批新型运动康养项目。
目前，该县成功打造了 46 个产业要
素齐全、产业链条完备、公共服务完善的
森林旅游精品点，形成了一个以“绿”为
主体、
“养”为特色、
“游”为纽带，多业态
互补的森林旅游产业新格局。今年上半
年，全县共接待游客 342.87 万人次，实现
旅游总收入 16.4 亿元。

新余市政府性融资担保额突破 200 亿元
本报新余讯（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廖
淑艳）近日，
记者从新余市国资委了解到，
该委监管的全资政府性担保机构——新
余 市 国 信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以 来 ，已
累计为 2277 户中小微企业及“三农”提
供融资担保额突破 200 亿元，位居全省
前列。
新余市国信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以来，
重点服务钢铁、
锂电、
光电信息、
装备制造

等新余市支柱产业，
先后担保支持沃格光
电在主板上市、
金锂科技等 3 家实体企业
实现新三板挂牌。同时，
该公司着重加大
对小微企业及“三农”项目的支持倾斜力
度，
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担保支持。
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该公司
注重与高新区、分宜县、渝水区和仙女湖
区等各县区的协调联动，拓展融资担保
业务，
为新余市打造工业强市贡献力量。

特色产业助脱贫
▲8 月 8 日，在峡江县金江乡锦林种植合作社，农民在翻晒枳壳。峡江县坚持把产业扶贫
作为推进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精品中药材、绿
色蔬菜等特色产业，贫困村民通过务工和分红获得稳定收入，实现脱贫。 通讯员 陈福平摄
▶近年来，分宜县凭借生态环境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普遍采取“合作社+贫困户”
的方式，吸纳贫困户参股分红，带动旅游经济升温。图为在该县凤阳镇沔村 200 亩丹参基地，
游客正在赏花拍照。
特约通讯员 黄传庚摄

依托特色产业 加大扶持力度

余江
“产业下沉”拓宽脱贫致富路
本报鹰潭讯 （记者钟海华 通讯员张鹏飞）为 间。同时，发挥现代农业旅游、电子商务等新型产
进一步推进产业扶贫向纵深发展，从 2018 年底开 业优势招商引资，引入更多企业前来投资办厂，确
始，余江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结合区位优势和产 保“产业下沉”就业扶贫车间后劲足；鼓励返乡创业
业特点，引导和推动当地生产实体转移延伸，
“ 下 人员将原有订单资源带回家乡加工生产，鼓励乡村
沉”到村组，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脱 能人利用所掌握的代加工资源和管理才能，承包创
贫。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并正常运营“产业下沉” 建“产业下沉”
就业扶贫车间。
就业扶贫车间 34 个，吸纳就业 1189 人，其中贫困劳
加大政策扶持，撑起“产业下沉”的腰。该区将
动力 202 人。
“产业下沉”项目列入重点支持项目，2019 年安排资
立足特色产业，找准“产业下沉”的根。该区大 金 1778 万元用于建设“产业下沉”车间，建成后产
力扶持发展眼镜、雕刻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绿色 权归属村集体。同时，支持企业主和能人利用农
节能、智能穿戴、小饰品来料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 村宅基地改革试点退出的空闲宅基地及闲置仓库
业，引导和推动这些产业中经济效益好、示范性强 等存量建设用地，建成对接“产业下沉”的场所。加
的龙头企业，在各乡镇打造“产业下沉”就业扶贫车 大培训扶持力度，面向贫困人口推行“短平快”职业

技能培训，围绕“产业下沉”的技能培训需求，对具
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农村贫困人口实行免费
培训。
助力脱贫致富，收获“产业下沉”的果。平定乡
世宏光学有限公司“产业下沉”就业扶贫车间目前
已吸纳 8 名贫困劳动力就业，部分就业人员月平均
工资达 3500 元。在带动贫困户脱贫的同时，该公司
也实现了生产规模的扩大。该区通过建立健全乡
镇（村）、企业、贫困户三方利益联结机制，不仅保障
贫困户利益，促进产业持续发展，还壮大了村集体
经济。
“ 产业下沉”工作开展以来，全区涌现出一批
优质的“产业下沉”就业扶贫车间，实现了群众增
收、集体增益、企业增效、产业增强的多重效应。

兴国健康扶贫暖民心

8 月 7 日，在泰和县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员工在无土栽培蔬菜大棚内采摘黄
瓜。近年来，泰和县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
极发展科技型现代农业，
带动就业，促农增收致富。
通讯员 邓和平摄

本报兴国讯 （记者钟端浪 实习生龚子樱）近
年来，兴国县在县、乡（镇）两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
的共同努力下，走出了一条健康扶贫新路，让贫困
群众从心底感觉暖心。8 月 3 日，记者来到兴国县采
访。
家住兴国县隆坪乡龙下村的贫困户王烈民，自
2013 年 患 上 尿 毒 症 后 ，长 期 要 进 行 血 透 维 持 生
命。8 月 3 日，王烈民的父亲告诉记者，手术前后的
治疗费加上每月 5000 元的康复费，至今已花费了几
十万。要不是县里实施“四道医疗保障线”政策，使
治病的费用报销比例达到 90%，自家根本筹不到这
么多钱给儿子看病。
“像王烈民一样，享受了‘四道医疗保障线’兜

底的贫困群众还有许多。”据兴国县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兴国县通过建立实施“四道医疗
保障线”制度，提升全县医疗保障水平，让贫困群众
看得起病，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据了解，兴国县自实施“四道医疗保障线”以
来，该县城乡贫困人口共计 188218 人次享受了补偿
待遇，共发生医疗总费用 61480.74 万元，累计补偿
57522.28 万元，贫困人口平均自付比例稳定在 10%
以下，为该县如期脱贫提供了有力支撑。
兴国县相关部门急群众之所急，一方面在全县
修建了 294 所公办村卫生室，并派医生进驻就诊，让
有需要的患者在村一级卫生室得到有效治疗和护
理。另一方面组建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对

贫困户开展政策宣讲、大病救治、慢病随访、健康管
理等签约服务。目前，该县已对 38219 名因病致贫
和 11956 名慢性病贫困人口进行了签约，力保签约
一人，履约一人，让贫困人口在家也能享受到便利
的医疗服务。
同时，当地政府还积极寻找扶贫项目帮助他们
致富。2018 年，隆坪乡政府与碧桂园兴国县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项目部、柏瑞种养专业合作社开展合
作，带动贫困户发展灰鹅养殖，推动“造血式”产业
扶贫拔“穷根”。王烈民家去年在当地扶贫干部的
引导下，试养了一批灰鹅，纯赚了 1900 元。加上各
类政策补助与家庭收入，王烈民家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13249.24 元。

